
同學：「…做牛做馬他便修不到。」

教授：「這樣，看看它做牛做馬之前，他的業有多重。你猜他的業是做一世牛馬的

嗎？ 

做完一世他會再做人的。再做人…，如果再做人的時候，是很危險的。他做完牛

然後再做人，剛剛生在柬埔寨怒海奔逃、投奔怒海那樣，你就很慘了，是不是？那就

第二世看你如何？如果你剛剛生在台灣，你又碰到善知識的話，有機會的時候，你一

生…。

你如果連牛馬都做不到，第二世都做不到呢。做得到是幸運的，要看你…。 有些

惡業重的可以做五百世牛馬也不定，有些惡業輕的就一世。有些做牛做馬就不幸運，

但有些做牛做馬是很好的，比做人還好。要看他是不是變畜生？是這樣解釋，滿意

不？信不信？」到了你決定了，你那粒種子去決定，但你可以用第二種種子來壓到它

嘛，是不是？

譬如這樣，我殺了一百，到了最後要劏牛…，親自去劏牛，已經劏了一千隻牛

了。你這種怎辦？…，是不是？但當我劏到第一千隻的時候，到了第一千零一隻我都

不劏了。剛剛有一個法師或居士來點破，我就覺得，真懺悔了： 「我不知，我「懵閉

閉」(糊裡糊塗) 劏了那麼多牛，我以後都會不再做了。」當他懺悔的時候，現在我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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你，懺悔是否一種業？你回答我，是不是？是的，一個行為，behaviour，行為嘛。

業，這種 remorse，懺悔。懺悔並不是一粒種子，是一連串的懺悔。懺悔，整

整半個小時在懺悔，連續的。半個小時有多少個剎那？每個剎那的種子打進阿賴耶識

處。如果你是很懇切地在懺悔，你的種子便很強。如果你是隨意地念「我知錯．我知

錯」，一直唸都不知你在講什麼的，那便很不好，是不是？初初有些法師如何？不要

亂來，你想點化他你直講，有些人是這樣的，…法師我和他談過…。他說：「如果你

把自己的心坦白講出來，你比念佛還要好。」如果你很懇切地，你的種子強到極。…

種子是有兩種性質的，一種是…。業種子有兩種性質，甚麼叫業種子，受報有限

是什麼？名有受盡性。今世做了惡，將來牽引來世做牛、做馬一次，做完那一世牛

馬，不再起作用的了，不會再有第二世、第三世。一種名為無受盡性，我現在專門做

一種愚癡的業，會感召到將來做牛做馬。當我做牛做馬的時候，這個愚癡的業同樣地

起，以後永遠起，世世都愚癡的。是這樣的。有受盡性就很容易，做完一世便了事。

好像法院判坐牢，(刑滿) 出來便沒事了；無受盡性就永遠跟著你。那如何對付無受盡

性呢？無受盡性就要用修行來對付。如何對付呢？譬如貪，譬如貪心重就如何？定、

戒。

修定修得好，便可以把貪心阻壓。如此便是  (對付) 貪心，是不是？如果是愚癡

重的呢？愚癡重的，讀經教、修觀，是不是？修慧。如果是心不定，整天什麼的，便

修定，總有辦法。即是每一種病，總有一種方來對付這種病。問題是你用不用？用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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你便翻身，在整個生命來講便是翻身。但在那粒種子來講便永不翻身，只可以凍結，

不可以消滅。凍結便可以，是不是？

譬如他犯了罪，法院判決他有罪，但無期緩刑，即是等於不用受罪了，是不是？

有沒有人是沒法翻身？在那粒種子來講便是不能翻身，有消滅之日而無得翻身。如果

在整個生命來講，他是可以翻身。「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」即是翻身，要看你是大

翻、小翻而已。你滿唔滿意呀？用種子來解釋是無往而不利的。

第四點「性決定」解釋了。即是善種子不會產生惡的現行，你儘管放心。你念佛

的種子將來不會產生地獄那些的，會令到你不起殺人的心，你不要怕。但…。「緣」

是條件，「因」是要素。「緣」是條件，「待眾緣」。種子是因，種子出現、現行是

因，前一剎那的種子引起後一剎那的種子是因。但是因的出現，前一剎那的種子引發

後一剎那的種子是沒有問題。如果說到它的出現、起現行呢，不是說有種子便可以起

現行。如有種子就可以起現行，我們人人 (應該) 早而成佛，為何現在還坐在此處商

商量量呢，是不是？就是因為緣未到。緣有先後，緣有多少。

譬如我的眼識想起，不是我有眼識便可以。你在媽媽的胎裏面，你的眼識便不起

的了，一定要出生。出生後有東西封著你的眼睛也不行，一定要醫生、護士替你抹

眼，開了眼然後才看到東西的，這些便是緣。眼識之起是要有九個緣具備的，少一個

緣便不起了。怎樣？眼識起的時候，一定要有什麼？光明，沒有光便起不了。同樣要

有相當距離、空間才可以。你不要以為，物件貼近眼睛是看不到的。還有什麼？你的

第六意識和你一齊起，沒有意識心不在焉，你看不到東西。還要什麼？你的視覺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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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，眼根。如果視覺神經壞了，你看不到東西。還要有一件物件讓你看才行，如果沒

有物件讓你看，你如何看得到？「境」，五種了。

還有呢？你的眼識要有眼識的種子，你沒有種子是看不到的，是不是？第六種

了。還有呢？眼識的種子，眼識有善的眼識，有惡的眼識；有有漏的眼識，有無漏的

眼識。佛的眼識是無漏的，我們的眼識是有漏的。有漏、無漏呢，關係到第七識，我

的第七識有我執，便變了我的眼識是染污性。

還有呢？這個是第八種了，是不是？還有呢？阿賴耶識含藏著眼識的種子，如果

沒有阿賴耶識含藏你的種子，是不能起的。要那麼多的緣具備。還有一個緣，等無間

緣。前一剎那的眼識…。

譬如你前一剎那的眼識是看白色的，如果看到白色不停呢，你想看後面的紅色是

看不到的。看白色的那個眼識要停了、讓位給後念起，然後才看得到，此謂之等無間

緣。 

你們聽過《八識規矩頌》，「九緣八七好相鄰」。有些本子弄錯為「七八」，

「九緣八七好相鄰」。現行一定要緣具備才可以。即是說你每一個嬰兒，他都具備有

innate 天生的種子，又要有緣。是什麼緣？要有一個好的家庭教育，要有一個好的

學校老師來到教他，有個環境、文化程度，有個發展的現代。各種環境給他，何止九

種八種，其實是千種萬種緣，條件越好就出現得越快。任何一個種子，眼識的種子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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耳識的種子、眼識的見分種子、眼識的相分種子、我們般若智的種子、與及我們愚癡

的種子， 都要有緣然後才能夠出現——「待眾緣」，要等待眾緣和合，它才出現，

成為見分的東西。緣缺了呢，它便不會出現的了。

講到此處，我順便講一樣東西。人人都有長壽的種子，你不想死嘛。但你整天都

走去什麼？花天酒地挨眼瞓。那些令你抵消的、令你短命的，常常出現。你想長命，

你是這樣又「長鬼長馬」(那會長命)，早早便死去了，是不是？ 你如果是很衛生的，

又修定的，又常常修慈悲觀的。如此一個心地慈祥安泰，自然待條件具備，你自然便

長命的了。好了，如果沒有緣又如何？製造條件嘛，是不是？我欠缺那一個條件，我

就製造那一個條件。如何做？儘量去找那一個條件。

你想你的兒子聰明，很聰明，做一個好的科學家，你又如何？找一家好的大學讓

他讀，那家好的大學便是條件。同時你平時找一個好…，如果他稍為數學程度差一點

的，你立刻找一個老師為他補習好數學。說他物理、化學程度差，你立刻找一個老師

為他補習，這個便是條件。最好是他將來考大學，考博士也榮譽的，如此你也是榮譽

了。考 BA 也是榮譽的，BSc 就不是等閒的了。將來蓬蓬勃勃，一日一日不同，條件

嘛。如果他生在非洲的烏干達那些地方，獵人頭，什麼都找不到，一個普通的如我們

這樣的人也找不到，那便做不到了，因為是緣。

好了，佛未出世，未有佛法，都是眾生的緣未具備。當眾生的緣一成熟，佛就觀

察到，自然他就出世了。平時我們…，現在釋迦佛已經涅槃，我們就如何？那些經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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便是緣。你說：「我們『烏林林』不認識。」不認識便讀經嘛，去製造一些緣，製造

條件嘛。製造條件我怎知道讀那一些？你別那麼傻，龍樹，龍樹菩薩，世親菩薩所講

的論，還有大小乘真真正正的、不是假的經，都不會錯的嘛。不要看那些什麼《占察

經》，什麼…，這些是嗎？你應該要找如《金剛經》、《法華經》這些經，龍樹的

《大智度論》這些論。你選擇嘛。你說：「我又懶。」那是你閣下的事，誰讓你懶，

有緣你都不去製造。你這些人就不值得可憐，就讓他多五百劫然後才見佛菩薩，是

的，一面之差，多容易。「我做一世牛馬。」那就是慘。不是過完一世便了的，做完

牛馬都可能還有很多世也碰不到善知識的。

當我們，所謂人身難得，我們已經得到人身，我們很珍重我們的人身，時時我們

去尋求我們的智慧。好了，現在講了「待眾緣」，我們人人都有般若，人人都可以見

道。但是有些先見，有些後見；先見者他的緣具備，後見者他的緣未具備。當你是後

見，緣 (未) 具備又如何？我就去尋緣，創造一些緣，找尋一些緣，「待眾緣」。這

個「待眾緣」，第五個了，是不是？

第六個…。「待眾緣」，沒有問題了，是不是？第六個，「引自果」。「引」是

牽引，牽引著自己的果出來。什麼是自己的果？物質的種子引生物質的果，譬如我膚

色黑。黑色是物質性的現象。何解他會是黑色？因為我有一個黑的種子，黑的種子一

定是產生黑的現行，黑的種子不會產生白的現行。「引自果」，引…，物質的種子引

出物質的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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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質的果是什麼？物質之中有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。「色」、顏色的種子引出顏

色的果，出現了它。聲音的種子出現聲音的果；  香的種子出現香的果；味的種子出

現味的果；觸的種子出現觸 (的果)。眼根的種子出現眼根的果，耳根、鼻根、舌根、

身根，也是一樣。眼識的種子出現眼識的果，耳識的種子出現耳識的果，牽引著自己

的果出現。即是在說什麼？般若的種子一定產生般若，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的種

子，一定產生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的果。兇狠的種子，一定產生兇狠的果。「唯能

引自果」，只是引生自己的果，不會引生他人的果。如此，種子具備這六種性質，名

為「種子六義」。每一個果有一種作用，在佛經裏面每一個義有一種作用的。

第一個「剎那滅」，是什麼？告訴你一切事物都是無常的，如何無常？是剎那生

滅的。何以世界上各種事物是剎那生滅？因為種子是每一剎那生滅，無常的。如果有

些人執著世界上有些東西，有為法是永遠常住的。不對，這是不對的。因為一切事物

都是剎那生滅的。除了真如自性之外，一切事物都是剎那生滅。如果有一個人夠膽

說：「有些東西是永恆的，我修行成了仙，我永遠金剛不壞的。」那個人是騙你的，

身體永無不壞的。「剎那滅」是用來否定那些認為是有恆的，認為有為法可以有永恆

不變的。可以的。「果俱有」，是用來做什麼的？有些人執著一定是因在前，果在後

的。

佛家說不是，因在前，果在後那些是次一級的因果來的，真正的因果是因果同時

的。因果異時的有兩種，一種是異熟果，作善得樂報，作惡得苦報的異熟果；一種是

前剎那的種子引生後一剎那的，是異時因果。如果是種子生出現行，一定是同時因

果。猶如蠟燭，蠟燭的蠟就產生火，火同時燒蠟。蠟為因，火為果；火為因，燒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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果。我們否定那些，是有些人執一定是因先果後的，肯定是不對。這便是「果俱

有」。

第三是「恆隨轉」。有些人又什麼？「我做了惡業，找一個喃嘸先生『彭彭彭』

(做法事) 就消災。」不會的，那些一切種子永遠跟著他，除非你凍結它，你修行便凍

結了它，除非你修行修到第八地以後，把它永遠地凍結了。「恆隨轉」，時時連續地

跟著你。你上天它都跟著你，(生) 天的果報完了，你就走下來受這些地獄的  (果報)

了。「恆隨轉」，否定以為可以把你…。

現在有很多人，尤其是那些喃嘸先生，密宗弟子。我也是密宗弟子，你不要說：

「羅先生，你不認識你就什麼了。」我都很熟識密宗，我現在時時都有修密法的，我

告訴你那些學密宗的人，有點誇大狂的。以為唸唸有詞地唸那些咒，就什麼業都消清

了。那有此事。或許請幾個高僧來為你唸唸經，你生平作什麼惡業都可以消了。有如

此「著數」(便宜)，那些有錢人豈不是全都「著數」？那會這樣？還有一些不通的，

那本《內明》雜誌講那個什麼？講那個陳什麼的，帶業往生，消業往生。消業然後才

往生，那用往生，是不是？全部業都消掉了，沒有惡業，他已成了佛了。佛他便創造

世界，創造極樂世界，他那用住生。正是帶業往生才可貴嘛。我做了很多業，但這些

業正是因為我念佛的原故，把這些惡業凍結了，  我帶著它「恆隨轉」，帶在我的阿

賴耶識裏面，我先去極樂世界。這樣然後才可貴嘛。為何那些人如此傻呢？這個是陳

健民，此人糊裡糊塗，現在美國。你聽他講呢，你就真的祖宗無靈了，必定是風水很

壞了。一個陳健民、一個吳一正、一個盧勝彥，這幾個傢伙將來應該被人罰，陳健民

8



應該做畜生，盧勝彥那些應該入地獄。消業，念念有詞地消業，不是這樣解的。你

說：「不消業便沒有希望。」什麼沒有希望？凍結了它便可以，是不是？人家有一個

方便善巧給你嘛，你肯修行戒定慧便什麼都可以處理好。而且消業一定要念咒去消的

嗎？當我整天發菩提心，現在我整天參禪懺悔，我又不能消業嗎？我一定要念你的

「鈴鈴罉罉」才能消業嗎？沒有道理的，沒有只是獨步單方的。沒有這個道理，方便

多門。如此，第一個是「剎那滅」，否定那些認為有為法是永恆的。第二是「果俱

有」，否定因果一定是先因後果的。

第三是「恆隨轉」，以為消了業不用帶著去了，否定它。第四、「性決定」，種

瓜得瓜，種豆得豆，善的不會產生惡果，惡的不會產生善果。你真要小心便是這些。

(第五、)「待眾緣」，有因並不是果必然出現，一定要眾緣，條件具備才出現的。

講到此處，譬如我做過很多殺業的因，這次一定落地獄了。落地獄都要有一個條

件的，臨死的時候，你一定要昏迷或是無記心、惡心的。你製造一個條件，你預先找

一個朋友：「你記住，我死的時候，你記得來到助念，為我念佛。」製造這個條件，

豈不是很「著數」(便宜)？是的，「著數」。「著數」有「著數」的理由，因為他有

智慧所以他「著數」嘛。如果他沒有智慧，他「烏林林」(糊裡糊塗)的，他不信的，

那便沒有「著數」嘛。是不是？

世界上並沒有「著數」的，「著數」之所以得到「著數」，他有一個條件的。記

著一句話，曾國藩有一句詩，「人生到處有乘除」，沒有「著數」的。這件事得到的

乘數是其他地方，會除掉的。曾國藩新帶八百萬兵都不好，但他短命，好像不知多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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歲？六十多便死了。有乘除，好的詩人。「人生到處有乘除」，這條數乘了，那條數

又會除掉的。「著數」一定有一個「著數」理由。這豈不是很「著數」，你念念懺悔

文，什麼的去懺一下，你做了那麼多惡事，那便凍結了？是的，是「著數」，有「著

數」之理由的，因為我有智慧，我知道這樣我肯做。你閣下，你又不做，你蠢。即是

你蠢，是不是？你不蠢便你沒有「著數」。很簡單的，是不是？我這面乘了但那面除

了。所以你不要怨他人「著數」，不要埋怨人，「著數」有他「著數」的理由。即是

等於一個人發達，你說：「他這都會發達的！」他發達一定有一個發達的條件，不是

憑空的。不是上帝「給你一些金錢。」不是這樣的，他有些條件。所以我們不要怨，

不要怨天尤人。「恆隨轉」。不對，「性決定」、「待眾緣」。

還有呢，(第六、)「引自果」。物質的種子引起物質的果，精神的種子引起精神

的果，智慧的種子引生智慧的果，愚癡的種子引生愚癡的果。凡是稱作種子的，都具

備六義。這樣我們解釋…。那些空宗的人是不同意的，不過唯識宗的人多數是這樣解

釋這段的， 剛才所提「諸法不自生」，不會自己生自己；現行不會生現行，是不

是？「自生」是什麼？種子，前一剎那的種子生後一剎那，是不是？不會有前後之

分，不會自己生，「不自生」。

「諸法不自生，亦不從他生」，牛不會生豬，善不會產生惡，「亦不從他生」。

「不共」，不會自他共同生一樣東西。但又「不無因」，又不會無因而生。何謂因？

種子。如此，有種子就必定生了，人人都有成佛的種子，只是緣未具備。

講到此處就順便…，有些人喜歡聽這些東西，神通。講這個，神通。何解有些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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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神通？何解有些人又沒有？神通有兩種，一種是俱生的神通，生得的神通。前生修

定修得多，有了神通。今世阿賴耶識裏面的種子錯亂了，就隔世遺傳，所以今世還有

一點神通的。例如隔牆視物，望著地上便看到地下有什麼礦質。又稱天眼，即是天眼

的種子，前生天眼通的種子遺留著，但是很容易失去的。他孩提時候有的，到了他娶

妻之後，什麼俱生的種子、俱生的神通全部沒有了。一個女子，很多有俱生神通的，

到了她月經一通便沒有了。男子的種子，到了他長大追求女子，便沒有了那些神通，

因為他心一亂。那些俱生的神通。還有一種是修得的神通，修得的神通一定要修定。

何解？定是神通的緣，神通的種子是神通的因，以定為緣。即是你想去製一個純粹的

氧氣，你不能在此處製的，你要去實驗室裏面製才可以。何解？實驗室裏面那些瓶、

那些燒瓶，譬如那些二氧化錳…。

其實你是一個小孩，你想學製氧氣，一定用一些氯酸鈣和氯酸鉀放在瓶中， 加

一些二氧化錳作為觸媒劑 (催化劑)，燒熱它然後氧氣便出現。這些是什麼？那些緣，

如果沒有燒瓶、沒有火，那有氧氣出現？你說不出現便沒有這東西嗎？想得神通，我

們在這個有漏的世界，在這個欲界裏面，一定要在定中才有神通。阿羅漢起神通都要

入定的，你見一個羅漢坐著，他什麼都知。不是的，他要歛衣入定，定定地入到第

三、四禪來到觀察，他然後才可以。他不入定，被人打扁了頭也沒有神通，目犍連被

人打至成為肉餅。修得的神通一定要修定才可以，修定修到那裏才有神通？初禪不會

有神通的，第二禪都不會有的。

第三禪間中或許有一點點，都不大可能。修第四禪，在第四禪裏面練習。神通是

要練習的，第四禪。如此到達第四禪就必定有了？不一定實有，不過多多少少總有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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點。你肯練，肯…。

為何你一定要入定？定是緣。你的神通種子很弱，要用一些強緣，引起那些弱的

神通種子。「強緣引弱種」這五個字用來解釋神通，為何要在定中然後才有神通。如

此來解釋神通，為何要在定中，你一用種子學說又處理得到。講三世輪迴，講什麼

呢，一有種子學說…。好了，看看大家有些什麼問題？我可以四時半以後才離開也不

打緊。

同學：「羅先生，陳先生想問問你，修止觀是睜開著眼或是閉著眼的？」

教授：「兩種。第一種開眼的，閉七開三。因為普通人初入定，眼睛必然是看著鼻

尖。但看著鼻尖是會累的，到了差不多時間，就不要死盯著鼻尖。『目視一

尋』，眼睛看著一…。」

何謂『一尋』？五尺左右為一尋 (注：古八尺為一尋)，古時的尺不同於現在尺。

古時的尺大約是你的手肘…，用你的肚臍做 center，做圓心，用五個你的手肘為半

徑，畫一個圓。那個圓周，明白嗎？就是你修止的時候，『目視一尋』看到。由一尺

到五尺，不對，『一尋』約二尺五左右。看你是高個子或是矮個子，大概是三尺多，

半徑三尺多一個圓周。如果你累了，就閉上眼吧，無所謂。如果你開眼，都是半開而

已，閉七開三。修止。現在禪，『禪那』譯作『靜慮』嘛。『靜』便是止，『慮』便

是觀。所以有人以為修定如變了死物般，不是的。那個身體很容易頹，不屈不挺。此

謂之屈，此謂之挺，既不屈亦不挺，好像你把一堆餅疊高一樣，不要讓它跌。那個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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頷略向後拉，不要這樣，略。記住，修止要記住，事事略得其意，不要太著相，著相

就不好。首先你學修止，『止』即是停息你的念。停息你的念即是一定你的心有一個

念，以毒供毒，用一個念來代替那些雜念。你看著鼻尖又可以，想著印堂又可以，隨

便你。想著呼吸又可以，想著丹田亦可以，想著你的腳趾都可以，想著腳掌都可以。

總之你想著一個地方，或許你想著阿彌陀的樣子，最穩健是想佛像。最容易想的，你

猜是那一個佛呢？我問過很多人，釋迦牟尼佛的樣子是最容易想的，你一想就想到

他，不知何解？他和我們特別有緣，你試試，你想其他佛、菩薩都沒有那麼容易的

了。單想釋迦牟尼的樣子，一般人想呢，他整個出現。想著個釋迦佛像，大概不要想

太大，初想，即是太大則你的視野…，半邊天那麼大你看不到。最好是一英呎左右，

由一英呎那麼細，一路到你的身體那麼大，在你前面，那些光很融和，照著你。

還有，最好你臨睡之前，你都想著佛光照著你，那些修行人臨睡之時作光明想

嘛。你想月輪又可以，想著個月光光。想一點又可以，想一點蠟燭光，一點花生米大

小的光。無所謂，這些都是以毒攻毒而已，用這種妄念來代替其他妄念而已。待到你

修得多呢，…。

還有一種就是，禪宗的人很多用的，無念。無念，不想，念一起，不要；念一

起，不要。有所謂「魔來一刀，佛來一刀」的法。這個法是很麻煩的，你「魔來一

刀，佛來一刀」，講就容易，到時你會「發忟憎」(心中惱怒而色惡)的。這個時候，

但如果你做得挺好的，很快便會見效，就會起。見效的時候，第一步是呼吸微到極，

幾乎好像沒有了呼吸那樣。你的呼吸一直落到肚臍下面，在肚臍下面好像繞一繞，又

走出來那樣。再進多一步呢，有一點氣起了，道教徒謂之氣；佛教徒稱之為輕安，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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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輕安起。如果你想著丹田，就輕安由丹田起，想著肚子的。如果你什麼都不想，就

由頭頂起。最好是頭頂起。輕安充滿一身的時候，你單是能做得到，起碼你便長十年

命。很容易的，譬如你有六十歲壽命的，你肯衛生一點，你起碼有七十的了，(長) 十

年，是不是？你修定，十年，這便是八十了。如果你修慈悲觀，心地慈祥，又十年，

很容易便九十歲了。你肯做，十拿九穩。不過你又不好這樣問我：『羅先生，你必定

是九十以外的了。』我又不是，你看我常常講話一般是三、四個小時，我很中氣的。

同時我很雜，看書看得很雜，晚上二時才睡，平時早上八時起床。我昨晚二時睡，今

早八時起床，亦一路如此精神。我恃著我不怕。我二十六、七年來沒有病過的，只是

有些什麼？扁桃線發炎。最近來到加拿大，有多少鼻塞，大概是鼻敏感。除此之外，

我都不知其他的病為何物。我已經…，我今年也不小，都七十三歲了，很容易便八十

三。

同學：「羅教授，請問你是否…。」

教授：「我沒有，我只是數呼吸而已。人人說什麼術，我沒有術的，我只是每朝早坐

一個小時。坐一個小時呢，你修一些什麼？我想著個呼吸，呼吸入我覺得它

入，呼吸出我就看到它出，呼吸很微我便覺得它很微。丹田暖，啊挺暖的。

覺得全身好像有一點氣在郁動，動便由它吧。這便是修止，修觀就修一下空

觀。有些時候你如果不懂得修空觀，你念一遍《心經》都可以。」

譬如你修空觀就這樣，『諸法不自生』是等於…。它不會自…，那個茶杯是不會

自己生自己的，眾緣合和生的。何解？因為如果『自生』，茶杯會生茶杯呢，它便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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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生了，它已經有了，它自己在此處。所以你說有為法那些東西是會自己生自己的，

荒謬的——『不自生』。如此是一個決斷，這個決斷謂之慧，慧就是判斷而已。

『不自生』和『他生』是否可以？不會。它不會從『他生』，有很多理由。想著它不

從『他生』。

『自他共生』又如何？『自生』又不對，『他生』又不對，兩個不對加上又怎會

變對呢？所以都是不對。『無因』又可以生得到嗎？『無因』又不可以的。

如果『無因』便『撲』一聲，便應該馬上中六環彩都可以？不會的，是不是？

『無因而生』是不可以的，『無因而生』都是錯誤的。所以凡是執著有『生』都是錯

誤的，所以根本就沒有所謂『生』，這個『生』是妄執來的，我一於排除它。一切法

本來就是不生，常常都念著。當你想的時候便稱作觀，是不是？想完之後是不生，總

之是不生，不再想，不用想了，那個時候便是止了。如此止觀輪著，循環。

普通修是先止後觀的，初修。在未得輕安之前，就不能說是修止的，這些稱作

「隨順止」，即是準備階段的時候。到了輕安起，充滿一身便謂之修奢摩他成功，修

止成功。修止成功便謂之入了初禪。但你要記住，當你輕安起的時候，你就如飄飄欲

仙那樣。宗喀巴說是很像見道，但不是見道，因為見道並不覺得有一個自己的。你飄

飄欲仙起輕安的時候，覺得有一個自己在享受，還覺得有法。所以很多那些不讀經教

的人，那些什麼道長之類，他修到輕安起便說：『我見性了。』其實他是戇的，你還

有一個我去見性，你已經不是見性了。是不是？得到輕安以後，然後再修觀，那些才

是正式修觀。未得輕安以前，修不修觀？學學修觀，那些「隨順觀」；隨順止，隨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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觀。得了輕安之後修觀，是正式修觀。修觀，得了輕安之後修觀，就先觀後止了。以

前，未得輕安修止，想著個鼻尖，想著個肚腩、肚臍，或想著個山根。這些只是方便

而已，到了你得到輕安之後，你還想著它們做什麼？是不是？已經過了河，你還抱著

那隻艇而不登岸嗎？不要。不要的時候是什麼？修觀。修觀觀到它是空的，決定是空

的，不會是不空的。當你一決定的時候，那種作用便是慧。這種慧一起之後，保持著

這種慧，空的。

-完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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